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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中加双语学校是经马鞍山市
政府和马鞍山教育局批准创办的一所全
封闭尧半军事化的尧民办寄宿制中学遥 校
园青山环绕袁绿树成荫袁小桥流水袁荷香
满园袁 是一所充满文化气息的花园式学
校遥 学校坐落于野诗城冶马鞍山市的大学
城内袁占地面积 600 亩袁拥有初中尧高中
两个学部袁现有 150 余个教学班袁在校学
生 9200 余人袁 教职工 646 人遥 学校自
2003 年办学以来袁先后被评为市级野平安
学校冶尧野食品卫生等级 A 级单位冶尧野绿
色学校冶袁野园林化单位冶尧野安徽省民办教
育先进单位冶尧野全国民办教育先进单位冶
等荣誉称号遥

学校始终坚持以办人民满意的学校
为宗旨尧以严格科学管理模式为核心尧以
野学引用清冶课堂教学模式为依托尧以经
典传统文化和野五项校本课程渊感恩尧礼
仪尧心理健康尧演讲尧写字冤冶为抓手袁把培
养具有野中国灵魂尧世界眼光冶的学生作
为办学目标袁 努力为学生的未来发展和
幸福奠定基础遥

学校拥有一支专业化尧高素养的教师
队伍袁 初尧 高中教师 100%达本科以上学
历袁研究生比例达到 22%袁高级教师达到
48%袁其中特级教师 2名袁83%以上教师曾
任重点学校重点班级的班主任或者授课
教师袁省级野教坛新星冶尧省级骨干教师 19
人袁市级骨干教师达到 32%以上遥

如今马鞍山中加双语学校与安徽华
星学校实现深度合作办学袁 于 2015 年 1
月 25日袁 正式成立马鞍山中加双语学校
江北分校要要要安徽华星学校遥

江北分校全面引进中加双语学校先
进的办学理念和优秀的教育教学资源袁
以野培养高素质尧高品位尧高水平的学生冶
为发展目标袁 实现新华星的再度崛起与
飞速发展遥

新学期袁我们将在学生的教育尧教学
和管理上袁投入更多的关注遥 我们所做的
一系列革新袁也更需要您一如既往的关注
和始终如一的支持袁在孩子成长尧成人尧成
才的问题上袁我们共同努力浴

马鞍山中加双语学校江北分校要安徽华星学校
寒 假 招 生 简 章

荫管理篇
第一大理由院以关爱尧感恩为核心的严格

科学管理要要要江北分校是一所全封闭寄宿制
学校渊家长无需陪读冤遥

学校严禁学生携带手机袁严禁学生上网尧
男女生交往过密,同时在生活上关爱尧关注学
生健康成长袁教会学生感恩袁关注学生成人遥

第二大理由院一流的硬件设施遥
标准化的学生宿舍院4人一间袁内有空调尧

电扇尧卫生间袁24小时供应热水遥
学校有功能齐全的现代化教室,同时还有

标准化的篮球场尧乒乓球场尧羽毛球场尧排球
场等袁欢迎家长实地参观!

第三大理由院高品质的班主任尧校警尧教
官队伍遥

学校实行 24小时全方位无缝对接管理袁
确保学生在校安全袁同时处处关心学生健康尧
快乐成长曰生病的学生能得到及时医治袁让家
长放心工作!

第四大理由院完备的配套设施遥
学校设有三家食堂袁另外袁还有超市尧书

店尧话吧尧理发室尧洗衣房尧浴室等配套设施袁
完全解决学生在校的衣尧食尧住尧行问题袁培养
学生独立生存能力遥

荫德育篇
第五大理由院以经典文化为核心尧五项校

本课程为载体的德育教育模式遥
学校以 叶弟子规曳尧叶三字经曳尧叶华星学生

健康文明歌曳为蓝本袁大力开展感恩教育尧文
明礼仪教育尧 心理健康教育袁 同时开设演讲
课尧 写字课袁 努力将华星学子培养成为具有
野感恩尧文明尧健康尧进取冶的现代公民遥

荫教学篇
第六大理由院成熟的教学模式袁全方位的

学业辅导渊晚自习教师免费辅导冤遥
学校全面推行野学引用清冶的课堂教学模

式袁引导学生进行积极自主的学习袁教学效率
大大提高袁学生成绩不断提升遥

第七大理由院学校近几年高尧中考成绩斐然遥
在 2008年高考二本达线突破百人大关的

基础上袁2011年高考再创新高袁二本达线人数
首次突破千人大关袁其中袁一本达线 336人尧二
本以上达线 1024人尧 三本以上达线 1355人袁
艺体本科双达线 126人袁创造了全市本科达线
人数最多尧提高率最大的辉煌业绩遥 应届毕业
生周海涵尧汤舒俊两位同学以优异成绩被清华
大学录取袁周海涵还以 679分的成绩获得当年
马鞍山市 野理科状元冶袁2012年尧2013年尧2014
年高考成绩逐年上台阶袁更有一大批学子考入
名牌大学遥 2015届高考更是捷报频传袁我校一
本达线 924人袁二本以上达线 1913人袁三本以
上达线 2477人袁艺体本科双达线 188人袁尤其
值得称赞的是袁我校高分段成果辉煌袁其中理
科 680分以上 6人袁670分以上 10人袁660分
以上 19人曰文科 660分以上 4人袁650分以上
9人袁640分以上 13人遥 学校近几年的中考成
绩一直名列全市前茅袁从 2010年起袁我校中考
连续五年荣获全市野教学质量目标管理奖冶遥

第八大理由院多元化的升学和培养途径
社团是培养学生兴趣尧提高学生各方面能

力的新园地袁是提升学生素质尧延续文化魅力
的新舞台袁社团已经成为我们实施素质教育的
重要抓手袁成为打造办学特色尧凝炼校园文化
的重要载体遥 我校一直重视社团建设袁组织成
立了如文化社尧书画摄影社尧英之社尧广播社尧
科技社尧声乐社尧跆拳道社尧武术社等社团袁整
合了学校的资源袁 促进了学生个性化的发展遥
源于社会社团组织的军乐队尧武术队尧合唱队
在各类比赛演出中成绩显著遥有声有色的社团
活动袁促进了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袁同时袁为有
艺术特长的学生开辟了升造学习的绿色通道遥

选择江北分校的八大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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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法展院展示激情人生袁迎接
风雨考验曰 张扬自信风帆袁抵
达成功彼岸遥

黄海玲院和孩子们相处的时光袁是
她生命中最灿烂的日子曰 让每个
孩子在她的班上而感到成长尧成
才尧成人的快乐袁是她最大的追求浴

蒋绍云院 在华星工作近十年袁
他以对教育的热忱和对学校
发展的希望袁 默默工作遥 他坚
信院学校的明天一定是美好的遥

饶新祥院 欣赏学生的优点袁善
待学生的缺点袁 为学生点赞袁
为学生点亮人生浴

韩 冷院她袁如兰袁清雅恬淡遥
她袁如风袁春意盎然遥七年如一
日袁在平凡的岗位上袁默默做
着不平凡的事业遥

王之强院 既然选择了远方袁便
只顾风雨兼程冶遥 他将带领着
他们班的 45个孩子去迎接新
的胜利遥

曹春生院在他看来学生就是花
朵袁要用真心去呵护袁用真情
去浇灌袁这样爱的种子就能扎
根发芽开花结果遥

王 洋院年轻尧粗犷不粗心曰用
真心对学生袁 用专心对教学浴
敢做敢想袁摸索创新浴他坚信院
年轻没有什么做不好遥

江 云院善于发现孩子们身上
的闪光点袁把班级当作自己的
家一样精心营造袁她是寒冬里
盛开的最美丽的一朵花遥

孔 辉院教育学生袁他有慈父
般的严厉袁 透着慈母般的关
爱遥 他用心打造了一个奋进尧
团结尧和谐尧快乐的班集体遥

王简玲院务实而不张扬袁率直
而不做作袁用母爱般的柔情呵
护着每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遥

佘能胜院作为班主任袁岗位平
凡但责任重大袁 他用双手袁时
时为 47名孩子撑起一份没有
委屈的天空遥

吕珊珊院她是一位豁达开朗的
老师遥她上课富有激情袁也很精
彩遥课下细心给学生辅导袁完全
是一副邻家大姐姐的形象遥

张芳芳院她袁如大姐姐般温暖
于学生的身旁遥 她始终坚信院
勤能补拙袁每一个孩子都有其
闪光点遥

杨 兵院他用真诚打动学生的
心灵袁 用真情点燃学生的激
情遥站在楼下都可以听见他铿
锵有力尧充满激情的讲课声遥

魏婷婷院怀揣教育梦想袁希冀
在未来的教育路上袁早日成为
一名刚柔并济的优秀教师遥

赵 超院赏识就在我们身边袁
赏识就在我们一言一行中袁
要让每个学生在自信中快乐
成长遥

张 静院 对生活积极细致袁对
工作严谨负责袁如同雕琢璞玉
般遥你是如此培育每个孩子等
待他们破茧成蝶遥

周必莲院 相信人人 都有才袁
相信人人能成才浴在教学中和
学生共同成长浴

许玲丽院把每堂课当做公开课
来准备 , 用心对待每一个学
生袁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遥 多
听课袁多反思袁多交流遥

黄 清院用语言播种袁用彩笔
耕耘袁用汗水浇灌袁用心血滋
润遥日复一日袁虽平淡无味袁但
我乐此不疲遥

朱海泉院他像一支红烛袁为孩
子们献出了所有的热和光浴

曹姣姣院她努力使自己朝向有
教育情怀尧学生爱戴的教师角
色转变袁用粉笔描绘自己多彩
的人生篇章遥

韩 冷院她袁如兰袁清雅恬淡遥
她袁如风袁春意盎然遥七年如一
日袁在平凡的岗位上袁默默做
着不平凡的事业遥

杨新辰院 杨老师不畏困难袁耐
心教导袁让高三的孩子们语文
成绩在一天天进步遥

孟 玲院 她活泼开朗的性格袁
谦虚好学的教学态度袁每天正
和高三的孩子们一起在成长袁
一起在进步遥

黄海玲院她把在母校获得的爱
意袁传递给她的学生袁虽然有
时很累袁 但她一直很幸福袁她
让她的学生人人上大学遥

钟慧慧院她具有正心尧敬业尧有
爱尧充满活力的教学理念和朴
素的教育情怀遥 用历史细节润
泽生命尧用历史问题启迪智慧遥

苏玉荣院她是一个来自云南彝族
姑娘袁工作诚恳踏实袁为人善良尧
热情尧宽容袁热爱学生袁针对不一
样的学生提出不一样的要求遥

万风萍院 她平时不苟言笑袁但
她却有独有野万氏幽默冶遥对待
工作却一丝不苟袁用心努力做
好每一件事遥

优 秀

教 师

优 秀

班 主 任

徐新强院 他每天从清晨到凌
晨袁每天在不断挑战自我袁野相
信坚持就会走向成功冶是他的
誓言遥

张 飞院累了就说明你在走上
坡路袁 不经历风雨怎能会见
彩虹!

范冬梅院她说她人生一笔最大
的财富就是看到孩子们开心
成长遥她坚信教师是天底下最
光辉的事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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